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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能量耗散关系的黄河内蒙段河床形态调整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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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河流能量耗散角度研究河床形态调整规律，引入河流功与纵、横向能坡等指标，对５０年实测资料进行了
研究。黄河内蒙河段受上游水库影响，出现如漫滩洪水减小等水沙过程变化，导致河床宽深比增大，平面活动性增
强。在河床形态调整过程中，受水库运用影响的来沙系数与河相系数之间、主槽摆动速率与水沙特征值之间均存在
密切联系。分析该河段断面形态变化、平面摆动特性与能量耗散的关系表明：反映河流功的径流量及其过程对河槽
过流面积的塑造有直接影响；径流因子与河床形态因子间的相关性受河流能量耗散结构的制约；在研究河段，与来
沙系数Ｓ ／ Ｑ有关的河流总功率跟与河段平面摆动速率、月径流离差系数有关的能量分配耗散组合，在不同时期总
保持近似制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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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上游来水形成的基流是影响河道下游水沙关系以及河床冲淤状况的重要因素，对黄河中下游高含沙
洪水起重要的调节作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后，上游天然径流偏枯，沿河大量引水以及水库调节极大地改变
了河道径流泥沙条件，致使内蒙河段水沙关系发生重大调整，大水锐减、小水增多，整个河段出现主槽淤
积、河道萎缩、排洪能力下降等问题。内蒙河段的河道变化会产生连锁反应，影响到下游。因此，黄河内蒙
河段的河床演变研究是近年来河流工作者十分关注的焦点之一。

２０世纪７０ ～ ８０年代赵业安等［１］提出必须重视河流上游水电工程运用对下游河道的影响，开展了对内蒙
冲积性河段演变规律的研究，采用实测资料分析方法研究水库蓄水与中游高含沙洪水遭遇对径流泥沙的影
响，指出上游清水基流改变对多沙河流下游河道水沙搭配关系有重大影响，并对宁蒙河道冲淤状况进行了分
析；１９９９年孙东坡［２］从河流熵的角度对宁蒙河段的河床形态调整进行了探索研究；２００６年胡春宏等［３］针对
黄河水沙变异的状况，提出了水沙特征值对下游河道横断面形态的影响关系。近年来，刘晓燕等［４］、冉立山
等［５］、师长兴等［６］分别就不同时期水沙变化对内蒙河段的影响、近期主槽萎缩原因进行了分析，对河床形
态调整机理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关于河床演变与河流能量耗散的关系，Ｙａｎｇ［７］基于河流能量耗散结构特征
研究了冲积河流水力特性与形态塑造；陈绪坚等［８］从河流最小可用能耗率原理和统计熵理论探究河床演变
均衡稳定模型；徐国宾等［９］则通过理论分析、河型转化研究，提出冲积河流在调整过程中遵循最小熵产生
原理或最小能耗率原理。但这些学者均未基于能量耗散关系对某一河段具体的河床形态变化进行相关分析。
内蒙河段河床形态近年剧烈的调整，为这一研究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契机。本文试图从分析研究近５０年内蒙
河段河床调整机理入手，引入河流能量耗散关系，从不同角度深入对该河段河性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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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黄河内蒙河段概况
１ １　 河道特点

黄河内蒙河段全长６７３ ｋｍ，出石嘴山峡谷段后进入内蒙古平原，比降逐渐减小，平面位置见图１。自巴
彦高勒至头道拐河段，平均坡降０ ０１％，河流宽浅、散乱，弯道达６９处。该河段右岸的十大孔兑（支流）在
汛期产生的高含沙洪水有时在入黄口强烈淤积，导致该河段主槽摆动频繁，河势经常变化。特别是三湖河口
以下，河流多岔、心滩不定，多畸形大湾，最大弯曲度达３ ６４％，河槽摆动幅度３ ～ ７ ｋｍ ／ ａ。历史上具有
“十年河南、十年河北”，“大水走中、小水走弯、大水淤滩、小水掏岸”的演变特性。
１ ２　 径流泥沙及洪水特点

黄河上游径流主要来自于唐乃亥以上，而沙量主要来自唐乃亥以下，具有“水沙异源”的特征。洮河、
湟水、祖厉河等几条支流的水量占下河沿径流量的２９％，而来沙量占７０％左右；而内蒙巴彦高勒－头道拐
河段右岸的十大孔兑处在库布齐沙漠，也是主要产沙源；其中毛不拉孔兑的多年平均来沙量６４８万ｔ（最大值
７ １６０万ｔ）；支流西柳沟多年平均来沙量４４６万ｔ（最大值４ ７５０万ｔ）［１０］。

黄河上游径流的年际丰枯变化相对较小，汛期水量占全年的７０％；兰州站最大与最小年径流量比为２ ６８，
年径流变差系数Ｃ ｖ 为０ １６，１９５８ ～ ２００８年的多年平均年径流为２１８亿ｍ３ ／ ａ。来自兰州以上较大洪水的洪峰
流量和洪水总量均占宁蒙河段洪水９５％以上。洪水期在每年７ ～ ９月，持续时间较长。１９１９ ～ １９８９年，上游天
然径流经历了４个丰枯交替循环，每个周期约１７年；１９９０ ～ ２００６年处于第５周期的枯水段，平均来水量比正常
情况少２２％左右。近５０年来，内蒙河段径流泥沙越来越强地受到各种水电工程及灌溉引水影响，完全改变了
原来的天然状况。特别是１９６８年刘家峡水库和１９８６年龙羊峡水库相继投入运用以来，河道径流泥沙过程发
生很大改变，流量过程调匀、漫滩洪水大大减小、小水期大大增加是其主要特点。１９８６年以来，内蒙河段就很
少出现过洪峰大于２ ０００ ｍ３ ／ ｓ的洪水过程［１１］。

图１　 黄河上游河段概况
Ｆｉｇ １ Ｓｋｅｔ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ｕｐｐｅｒ ｒｅａｃｈ ｉｎ ｔｈｅ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２　 河床形态调整机理分析
２ １　 河床调整与能量耗散关系分析

从能量的观点看，河流中水沙运动及河床塑造都是水体做功的结果，因而必然受河流能量分配耗散规律的
制约。Ｙａｎｇ［１２］从理论上证明了由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方程可以推导出稳定河流系统除了满足输沙平衡的要求外，还
力求使水流所耗功率达到最小，维持当地ＵＪ→最小，即所谓河流的最小能耗原理，导出了包括水流、阻力与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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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形态的能耗制约关系：
ｆ（Ｅ ｓ）＝ ｎ －０ ６Ｑ０ ４ Ｊ１ ３Ｂ －０ ４ →最小 （１）

式中　 Ｅ ｓ表征单位时间河流能耗；ｎ为河床糙率；Ｑ为流量；Ｊ为总比降；Ｂ为平滩河宽。
河流对河床的塑造是一个长期累积的过程，河流能量耗散也应从一个较长时段考虑，如果取一个时段Ｔ

的河流总径流量为Ｗ，水的容重γ，则有单位河长河流的总能耗为

γＷＪ ＝ γＪ∫
Ｔ

０

Ｑｄｔ ＝ γＪ∫
Ｔ

０

ＵＡｄｔ ＝ γＪＵ∫
Ｔ

０

Ａｄｔ ＋ γＪＡ∫
Ｔ

０

Ｕｄｔ （２）
式中　 Ａ为河槽平滩面积；Ｕ为断面平均流速。式（２）表明一段时期河流的总能耗实际上分为两个部分：
γＪＵ∫

Ｔ

０
Ａｄｔ项为河流总能耗中塑造河床形态所耗能量，与过水面积有关；γＪＡ ∫

Ｔ

０
Ｕｄｔ项为河流总能耗中水流运动

所耗能量，与时段的流速过程（流量分配）相关。这说明反映河流功的径流量Ｗ及其过程对河槽面积Ａ的塑
造有直接的影响。

受上述条件制约，冲积河流的调整往往需要通过增加河床的横向活动性，以满足流量改变所引起的河道
水流能量沿程分布调整的要求，满足伯努利能量守恒关系。具有弯曲外形的冲积性河流，任一弯曲河段的能
量耗散关系均可简单表示为总比降Ｊ与河流纵、横向能量耗散率的关系：

Ｊ ＝ Ｊ′ ＋ Ｊ″ （３）
式中　 Ｊ′为纵向能坡，表征纵向能量耗散率；Ｊ″为横向能坡，表征因弯道环流作用所引起的能量耗散率。

任一河段的河线长度有：
Δｌ ＝ １ ／ ξΔｌ′ （４）

式中　 Δｌ为河线长度；ξ、Δｌ′分别为该河段的曲折系数和上下两断面间的直线长度。
近年来内蒙河段受水电工程运用影响，径流过程调匀、大流量出现机率骤减、小流量持续时间增长。即

使总水量（总能量）变化不大，这种调整也会使水流时均动能减小，从而造成该河段势能改变即能量耗散相对
增强；当总水量减小时，小水期加长使河槽横向摆动加剧，河流的横向能耗就更强了。即使水沙条件均发生
改变，河床稳定性及形态发展依然受制于河流体系能量分配耗散规律，河流能量的分配调整总是要通过塑造
河流地貌，使河床形态适应新条件下的平衡输水输沙。

由于能量分配的要求，时均动能减小实质上就意味着横向能量耗散的增加。在Ｑ减小，Ｊ′相对减小的情
况下，只能通过增大Ｊ″才得以实现。Ｊ″的增大就意味着弯道环流作用的增强，河流横向切割作用的加剧。大
量资料分析表明：河床自动调整实质上是反映了该河段流速Ｖ、比降Ｊ（Ｊ′和Ｊ″）和造床流量ＱＴ 这些能量特征
值之间与河段几何形态条件Δｌ、ξ、槡Ｂ ／ Ｈ（宽深比）、平滩过流面积Ａ等之间的相互转换、制约关系。根据河
流体系内部能量分配耗散关系的要求，河床便会通过冲淤与形态变化进行相应的调整，表现为增大河道弯曲
率、调整断面河相关系与过流面积等。

黄河内蒙河段从１９５９年到２００４年间径流泥沙条件发生了较大变化，年径流逐渐减小、径流过程逐渐调
匀，其变化以１９８６年龙羊峡水库运用为分界点；引入年径流特征系数Ｋｗ ＝ Ｗ ／ Ｗｍ（Ｗ为小时段年径流量，Ｗｍ
为长时段多年平均年径流量）表示来水条件及河流功（γＷＪ）的度量，引入月径流离差系数Ｃ ｖ（年内月平均流
量的离差）作为度量径流过程的特征值，引入年来沙特征系数Ｋｗｓ ＝ Ｗ ｓ ／ Ｗ ｓｍ（Ｗ ｓ 为小时段年来沙量，Ｗ ｓｍ为长
时段多年平均年来沙量）表示来沙条件；分析头道拐水文站５０多年不同阶段的水沙变化见表１。对应体现河
流能量及其过程分配的水流调整，输沙量也表现为逐年减小（见表１），汛期来沙系数波动较大；而反映输水
输沙能力的河流平滩过水面积也在变化中的来水来沙塑造下，表现为逐年减小，这正体现了河流能量耗散结
构对河床形态调整的影响。

统计分析巴彦高勒、三湖河口站的多年平滩过流面积的变化，引入平滩面积特征系数ＫＡ ＝ Ａ ／ Ａｍ（Ａ为小
时段平均平滩过流面积，Ａｍ 为长时段多年平均平滩过流面积）表示不同时期河床形态特征，体现对应的河槽
过流能力。按表１的时间阶段分析，得到径流特征值组合ＫｗＣ ｖ 与河床形态与输沙能力特征值组合ＫＡＫｗｓ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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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很好的相关关系，见图２中的点群带，这种关系体现了河流能量耗散结构的制约机制，可以近似表述为
ＫＡＫｗｓ ＝ ２ １０８（Ｋｗ Ｃ ｖ）２ ＋ ２ ２９９（Ｋｗ Ｃ ｖ）－ ０ ６３９ ４ （５）

表１　 头道拐站不同阶段水沙特征值
Ｔａｂｌｅ １ Ｗａｔｅｒ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ｕｄａｏｇｕａｉ Ｓｔ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ｅｒｉｏｄｓ

时段 Ｋｗ Ｃ ｖ Ｋｗｓ
１９５９ ～ １９６６ １ ３４６ ０ ６７ １ ９７８
１９６６ ～ １９８６ １ １９４ ０ ４８ １ ２２６
１９８６ ～ １９９６ ０ ８１８ ０ ４１ ０ ４９３
１９９６ ～ ２００４ ０ ６４３ ０ ４４ ０ ３０２

　 注：Ｗ、Ｗ ｓ取各小时段平均值；Ｗｍ、Ｗ ｓｍ取长时段（１９５９ ～ ２００４年）
平均值。

图２　 河流能量与过流能力的依存关系
Ｆｉｇ 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ｒｉｖｅｒ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ｎｄ ｆｌｏｗ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另外，从河流平面形态看，河流内部能量分配耗散

的变化调整，也会反映在增大河道横向摆动幅度和摆动
速率，增大河道弯曲率方面。小流量洪水不上滩，泥沙多淤积在主槽，这会导致平滩流量ＱＰ 急剧减小。同
时环流引起的横向活动性增强，纵向输沙能力受到影响，会使最大输沙率对应的ＱＴ 相应降低。这就必然表
现为河槽过流面积减小、宽深比增大、滩、槽变化不一致；同时河弯环流作用增强、河弯曲率与曲折系数普
遍增大。河道平面活动性增强、河线长度Δｌ加大、断面形态调整等这些响应水沙条件改变，实质上都是在
河流体系内部能量分配耗散的格局中，要求必须使横向能耗Ｊ″增加、作用相对突出的表现［１０，１３］。

基于上述分析并考虑到黄河上游龙羊峡、刘家峡两库联合运用对内蒙河段来水来沙条件的重大影响，河
道横断面形态、深泓点高程、主槽宽度及平面弯曲率等方面上都产生一些明显的变化。这里选取内蒙三湖河
口至昭君坟河段（黄断３５７０），利用实测大断面资料进行分析，试图从河床形态调整中寻求河流系统能量分
配及耗散特点。
２ ２　 河床横断面形态调整分析

近５０年来，黄河内蒙河段的来水来沙量及其年内分配都有很大的变化，原有的平衡状况被破坏，河道
通过冲淤变化做出了多方面的平衡性调整。而断面形态的变化是河床自动调整过程中的一种重要形式，水沙
条件改变必然会反映在河床断面形态的变化趋势上。因为只有通过断面形态调整，才能调节河流输水输沙能
力，从而逐步形成一种适应变化后水沙条件、满足平衡输水输沙要求的新的河相关系，同时也能满足稳定系
统的能量分配及耗散关系［１４］。

自黄河上游刘家峡、龙羊峡两水库相继投入运用以来，内蒙河段的来水Ｑ、来沙Ｇ ｓ 及其年内分配都有
很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又进一步引发该河段河宽Ｂ、水深Ｈ、平均流速Ｖ、总比降Ｊ及河床糙率ｎ做出相应
调整。在这些调整中，断面形态的调整是起主导作用的。根据内蒙河段在１９６２年、１９８２年、１９９１年、２０００
年、２００８年５个时期实测的资料，笔者分析了水库修建以前（采用１９６２年资料），刘家峡水库单独运用（采
用１９８２年资料）以及龙羊峡、刘家峡两水库共同运用下（采用１９９１年、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８年）几个时段河床形态
变化，分析水沙条件变化对内蒙河段断面形态调整及河相关系的影响。

主槽河宽与深度是体现河道断面形态的主要因子，统计分析３６个断面在不同时期主槽相对宽度与深度
的沿程变化，见图３（图中Ｂ与珔Ｂ分别表示任一断面主槽宽度与河段平均主槽宽度）和图４；整理统计出研究
河段在不同时期的断面形态特征值，见表２。分析这些断面形态要素的时、空变化，从中可以追溯出不同时
期河流能量改变的影响，以及河流能量沿程分布调整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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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不同时期相对河宽沿程变化
Ｆｉｇ ３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ｗｉｄｔｈ ｄｕｒｉ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图４　 不同时期槽深沿程变化
Ｆｉｇ ４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ｐｔｈ ｉｎ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ａｍｏ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表２　 不同年份河道横断面形态特征值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年　 份 １９６２ １９８２ １９９１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８
河段平均河宽Ｂ ／ ｍ ２６９ ５３ ３５２ ２３ ３８８ ６３ ３５４ １９ ２９２ ６６

河段平均滩槽高差Ｈ ／ ｍ ３ ０７ ２ ９１ ２ ５７ ２ ４５ ２ ２３
河段平均河相系数槡Ｂ ／ Ｈ ５ ７０ ６ ５６ ８ ０８ ７ ６２ ７ ３５
平均平滩过流面积Ａ ／ ｍ２ １ ７４３７ ４ １ ７８４７ ６ １６ ９３８ ６ １６ ３２４ ４ １６ ３０７ ９

从空间角度看，河宽、槽深沿程波状起伏变化的特点充分体现了研究河段河槽蜿蜒的特点；该河段上段
（３５ ～ ５４断面）河道曲折、游荡，多畸形河弯；河宽变化较为剧烈，下段（５５ ～ ７０断面）河道相对顺直、河弯曲
率平缓，河宽相对比较稳定，相对河宽变率仅为上段的１ ／ ３（见图３）。近年来汛期水量和洪峰流量减小、主
槽输沙能力降低，主槽小水期的河弯侧向侵蚀与平面活动性增强，在弯曲段河宽剧烈变化尤为明显。如
３９＃、４１＃、５４＃、５９＃等处于弯顶的几个断面，主槽宽度及深度变化均很大（见图４），在这些河段环流作用（即
河流的横向能耗）特别强烈；而处于直线过渡段的４２＃、５３＃、６０＃几个断面的河槽宽度变化相对较小，河流则
以纵向能耗为主。

从时间角度看，研究河段的断面形态要素在１９８６年后分别都发生了趋势性的变化，各年份河段平均河
宽都比建库前的１９６２年大，河段平均滩槽高差与平均平滩过流面积呈逐年持续减小趋势。这主要是由于龙
羊峡、刘家峡两水库运用及沿程引水导致年流量及径流过程变差减小，河道输沙能力降低，河槽淤积所致。
２００８年的平滩过流面积仅为１９６２年的９１ ８％；滩槽高差仅为１９６２年的７２ ６％；而２００８年年径流基本是
１９６２年的７６ ９％。

从能量角度看，１９８６年后受龙羊峡、刘家峡两水库调节等因素影响，河道年径量流减小，河道弯曲引
起河床纵比降减小，从而导致该河段河流总功率（γＷＪ）减小。另外通过河流能量守恒关系［２］已经证明径流过
程调匀会使河流能量内部分配产生改变，导致动能减小，势能损失（能量耗散）增加，河流能量的时程分配与
沿程分布都相应发生改变。因此可以看到导致平滩过流面积与滩槽高差（反映行洪能力）减小的正是γＷＪ的

７５６　 第５期 孙东坡，等：基于能量耗散关系的黄河内蒙段河床形态调整分析



减小，导致河宽与槽深沿程波状起伏变化的正是河流能量耗散的沿程分配特性：弯曲段的河流横向能量耗散
Ｊ″增加，使河宽与槽深增大；顺直段以纵向能耗Ｊ′为主，河槽相对稳定。

河相系数槡Ｂ ／ Ｈ的变化反映了横断面调整的趋势与河流稳定性。１９６８年以后的河流调整体现在河相系数
的持续增大趋稳，其中１９９１年河相系数最大（是１９６２年的１ ４２倍）；这主要是中小流量增多，漫滩机遇减
小，特别是１９８９、１９９０连续两年支流高含沙洪水入黄淤积主槽所致。正是来水来沙过程的变化直接导致了
河相系数的调整，年径流的逐渐减小使得主槽只能采用相对宽浅的行洪断面；也体现了河流能量在塑造河槽
横断面形态的分配关系：横向能耗相对加强而纵向能耗相对减弱。如果以汛期来沙系数Ｓ ／ Ｑ表征塑造河床
形态的河流能量，以河相系数槡Ｂ ／ Ｈ表征河流横断面形态；当河流能量分配满足输水输沙要求时，河床形态
（河相系数）相对稳定；因此两者应该具有对数函数的渐趋稳态特征：槡Ｂ ／ Ｈ ＝ ｆ［ｌｎ （Ｓ ／ Ｑ）］。根据前述水沙条
件对河槽横断面形态的影响分析，可将Ｓ ／ Ｑ与槡Ｂ ／ Ｈ间存在的制约依存关系表述为

槡Ｂ ／ Ｈ ＝ ｋｌｎ （Ｓ ／ Ｑ）－ ｎ （６）
式中　 ｋ、ｎ为待定常数，分别与水库运用对水沙条件的改变及河型有关。

采用近５０年三湖河口水文站水沙与大断面实测资料对上式进行验证，公式与实测数据具有较好的拟合
性，见图５，表明来沙系数与河相系数具有较好的正变关系。在三湖河口附近河段：ｋ取７ ４６７，ｎ取１ ４３６。

图５　 三湖河口水文站汛期Ｓ ／ Ｑ与槡Ｂ ／ Ｈ的关系
Ｆｉｇ ５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 ／ Ｑ ｉｎ ｆｌｏｏｄ ｓｅａｓｏｎ ａｎｄ槡Ｂ ／ Ｈ ｉｎ Ｓａｎｈｕｈｅｋｏｕ Ｓｔａｔｉｏｎ

２ ３　 河道平面形态调整分析
２ ３ １　 河道平面活动性变化

图６　 以１９６２年为基准河床深泓点左右摆动（负值为左摆，正值为右摆）
Ｆｉｇ ６ Ｄｅｅｐｅｓｔ ｐｏｉｎｔ ｓｗｉｎｇ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ｙｅａｒ ｏｆ １９６２

河道的平面活动性与河流能量的沿程分配有关，主要通过河道曲折率、河弯曲率、深泓点摆幅、速率以及过
渡段长度诸方面来体现河流能量的沿程耗散特性。这里以１９６２年为基准，分析三湖河口～昭君坟河段实测断
面深泓点摆动情况，如图６所示（向左移为负，向右移为正）。由不同时期的对比可以看出，各年份河床横向摆
动幅度较大，说明水沙条件变化不仅影响河道横断面形态，同时也对河道平面形态（活动性）有重要作用。结
合图７中６０＃断面不同年份河底高程对比，可以发现１９８２年主槽右移５００ ｍ，以刷侵右岸、左岸淤积为主，
形成新的河槽形态；１９９１年、２００８年主槽又返回向左岸回冲，在图６、图７中显现出较大的摆动频率。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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蜒河槽在平衡点附近左右往复摆动，这也是受河流能量平面耗散规律制约的。

图７　 ６０＃断面不同年份对比
Ｆｉｇ ７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６０ ｔｈ ｃｒｏｓ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ｙｅａｒｓ

统计近５０年来河段平面活动性特征值，如表３所示。１９６２ ～ １９８２年内蒙河段深泓平均每年摆动４３ １
ｍ，１９８３ ～ １９９１年平均每年摆动７２ ９ ｍ，１９９２ ～ ２０００年平均每年摆动５４ ２ ｍ，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８年平均每年摆动
７３ ５ ｍ。虽然河段最大摆速出现在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８年，但是总体摆速较大的时期则是１９８３ ～ １９９１年，这说明水
库运用初期水沙过程的调整较大，导致河段整体平面活动性增强，这与小水增强使主流摆动加剧有关。

表３　 近５０年来河段摆动特征值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３ Ｓｗｉｎｇ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ａｃｈ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ｃｅｎｔ ５０ ｙｅａｒｓ

时　 段 总摆幅Ｌ ／ ｍ 平均摆幅珔Ｌ ／ ｍ 平均摆速ｖ
－
／（ｍ·ａ － １） 最大摆速ｖｍａｘ ／（ｍ·ａ － １） 最小摆速ｖｍｉｎ ／（ｍ·ａ － １）

１９６２ ～ １９８２年 ３１ ６８９ ９０５ ４３ １ ２００ ５ １ ０
１９８３ ～ １９９１年 ２３ ６２３ ６５６ ７２ ９ ３１８ ７ ２ ３
１９９２ ～ ２０００年 １７ ５４５ ４８７ ５４ ２ ２３２ ０ ０ ５
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８年 ２１ １７６ ５８８ ７３ ５ ３３９ ２ ０ １

２ ３ ２　 平面活动性的能量耗散关系
大量的实测河床形态调整变形资料都反映：冲积河流存在一种内在调节机制，河流地貌的变化与河流能

量耗散的再分配有关；因此可以从直观的河床变形调整结果中，探求引起、制约调整的内在的能量耗散
“因”。对一些典型不稳定河弯和全河段的河床平面活动性指标进行了统计分析，这里以河槽平面摆动速率
Ｖｐ表征河床不稳定性，以来沙系数Ｓ ／ Ｑ表征上游来水来沙条件，以σ和Ｃ ｖ 表征径流过程的不均匀程度（年
内月平均流量的统计特征值）。近５０年统计资料分析表明，内蒙河段的蜿蜒曲折活动性也是和一定来水来
沙条件相适应的，主槽平均摆动速率与水沙特征值满足以下依存关系［１２］：

Ｖｐ ＝ ｆ
Ｓ
Ｑ
，( )σ （７）

分析三湖河口～昭君坟河段近５０年河床摆动特征值与水沙条件间的联系，从中可以发现不同时期主槽
平面摆动与来水来沙间存在着能量制衡性：无论是龙羊峡、刘家峡水库修建前还是修建后，河流总功率（与Ｓ ／
Ｑ有关）跟河流能量耗散分配（与Ｖｐ、σ和Ｃ ｖ 有关）的制约组合在不同时期总保持着近似守恒关系，可表述为

Ｃ ｖ１ σ１
Ｓ１
Ｑ槡１

／ Ｖｐ１ ≈ Ｃ ｖ２ σ２
Ｓ２
Ｑ槡２

／ Ｖｐ２ （８）
式中　 下脚标１和２分别表示物理量所处的不同时期。

从表４所列研究河段河道近５０年平面摆动速率与相应水、沙条件及过程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水沙过程
综合特征值Ｃ ｖ σ Ｓ槡( )Ｑ 与河段平面摆动速率（Ｖｐ）间的确存在某种制约关系：水沙系数越大、流量过程越不
均匀，河道平面摆动就越强烈。这种水沙条件变化引起河床活动性增强、河床形态趋向性变化实质上就是能
量分配耗散规律在河床形态反馈调整过程中的相应表现形式，实测数据也支持了上述关系式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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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河段摆动与水文特征值的关系
Ｔａｂｌｅ 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ｓｗｉｎｇ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ａｃｈ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

时　 段 平均摆速
ｖ
－
ｐ ／（ｍ·ａ － １）

平均流量
珚Ｑ ／（ｍ３·ｓ － １）

平均含沙量
珔Ｓ ／（ｋｇ·ｍ － ３）

月均方差
σ

离差系数
Ｃ ｖ

Ｃ ｖ σ
Ｓ槡Ｑ

１９６２ ～ １９８２ ４３ １ ８２０ ０ ４２ ４９８ ９ ０ ５７８ １ ４２２
１９８３ ～ １９９１ ７２ ９ ７１０ ０ ４４ ３６９ ４ ０ ４８２ ２ ５５２
１９９２ ～ ２０００ ５８ ２ ４８５ ０ ６１ ２０８ ３ ０ ４２２ ２ ３４０
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８ ７３ ５ ３９８ ０ ７１ １５７ ５ ０ ３９９ ２ ６４６

　 注：数据中加的表明该数据分别是１９７３ ～ １９８２和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４年相应的数据。

３　 结　 　 论
（１）刘家峡和龙羊峡水库运用以来，对黄河上游的洪水过程和径流的年内分配这两方进行了很大的调

节；这使内蒙河段的漫滩洪水减小、小水期明显加长。该河段河床形态进行了持续不断调整：河床横断面宽
深比增大，平滩过流面积减小，河槽过流能力减弱；平面活动性增强，主流摆动加剧。分析表明在河床形态
调整过程中，来沙系数与河相系数存在一定的相关性，而平均摆动速率则与水沙特征值之间存在密切联系。

（２）河流对河床的塑造是河流能量耗散长期累积的过程，单位河长河流功一部分用来为塑造河床形态
消耗能量，与过水面积有关；而另一部分则是为水流运动所耗能量，这部分与时段的流速过程（流量分配）
相关。反映河流功的径流量Ｗ及其过程对河槽面积Ａ的塑造有直接影响。不同时期，径流特征值组合ＫｗＣ ｖ
与河床形态与输沙能力特征值组合ＫＡＫｗｓ间存在的相关性体现了河流能量耗散结构的制约机制。

（３）近年来内蒙河段径流过程调匀，使水流时均动能减小，从而造成该河段能量耗散（主要是横向能量
耗散Ｊ″）相对增强：主要体现在调整增大河段的断面河相系数，增大河道横向摆动幅度和摆动速率等方面。
因此以来汛期来沙系数Ｓ ／ Ｑ表征的造床河流能量与以河相系数槡Ｂ ／ Ｈ表征的河流横断面形态间存在着能量耗
散的制约依存关系；研究河段的主槽平面摆动与来水来沙间存在着相关性表明河流总功率（与Ｓ ／ Ｑ有关）跟
河流能量耗散分配（与Ｖｐ、σ和Ｃ ｖ 有关）的制约组合在不同时期总保持着近似制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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